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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服务，要速度更要温度
■ 吕浩

本版言论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投稿信箱：hnrbpl@163.com

时隔39年的重逢见证科技伟力
■ 汉卿

来论
近日，来自山东菏泽的双胞胎姐

妹花，在时隔39年后，在内蒙古包头
与亲生父母相认。姐妹俩与家人朝
夕相处，感受到了家人团聚的幸福。
媒体记者还把姐妹俩的养父母从山
东接到包头，让两个家庭共同分享这
一甜蜜时刻。

39 年前，双胞胎的父母因为家
里孩子多，生活条件差，忍痛将孩子
送人。今年9月，内蒙古广电记者海
燕在快手上发布了双胞胎姐妹的寻
亲消息后，很多热心人提供线索。
姐妹花70多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海燕
直播，觉得双胞胎各项信息都与自
己多年前送出的孩子匹配，于是赶
紧联系，经过 DNA 比对，确认双胞
胎就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可以说，
没有记者的帮忙，以及短视频平台
的助力，双胞胎姐妹大概率不会与
亲生父母相认。我们感动于这样的

美好故事，也感谢善良的记者以及
抹平时空鸿沟的短视频平台。毋宁
说，这样一个暖人故事，无比恰切地
见证了新兴传播媒介给普通大众带
来的红利。

2005 年，美国作家托马斯·弗里
德曼出版了著名的《世界是平的》一
书。书中，弗里德曼阐述了一个重要
观点：科技进步与互联网的发展，抹
平了不同世界的鸿沟，世界正在变得
越来越平。而近十年来，移动互联网
的崛起，愈发为这种观点提供了有力
支撑。

短视频平台给公众生活带来了
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很多普通人
通过这种传播渠道，找到了人生出
彩的机会，他们的生活哪怕再平凡
粗粝，也有了被更多人看见、欣赏的
机会。许多“草根”因此实现了人生
的升维与阶层的跃升。二是，新的传
播形式丰富并方便了人们的交流，而
且这种交流比以往的交流方式更立体、
更直观。只需一部智能设备，一个人

就能随时跟千里之外的人面对面沟
通。这也增加了陌生人社交的可能
性，理论上每个人通过这种渠道，都
可以结交到现实生活中不可能认识
的远方朋友。这就是移动互联网时
代的红利，也是短视频对普通人的
赋能。

从这个意义来说，技术的进步就
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公益。对于告别
了贫困的人来说，物质生活已经不是
问题，但情感的需求却无法用物质来
填充。如果有一种技术，能够穿透物
理的屏障，让远隔重洋的人们达成情
感的链接，这种技术进步就是功德无
量的。值得欣慰的是，我们赶上了这
样一个时代，让能相遇的人终归相
遇，让心与心彼此紧密相连。

双胞胎姐妹与亲生父母的团聚，
就是技术红利带给我们的佳话。相
信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与网络连接，与
新的沟通媒介连接，我们也将看到更
多峰回路转与柳暗花明的美好故
事。这是时代的一大幸事。

近日，一段名为“老人冒雨去交医
保，被告知不收现金”的视频被广泛转
发并引起网友的热烈讨论。视频内容
是湖北省秭归县一位老人冒雨来交医
保，却因窗口不收现金被拒，现场工作
人员称：“要么告诉亲戚，要么你自己
在手机上支付。”老人被拒绝后无助和
彷徨的表情，让众多网友大呼“太心酸
了”，纷纷指责工作人员和相关机构。

从了解到的信息看，秭归县为了
提供便捷的政务服务，将医保改为网

上缴费，乡镇和社区居委会也有相应
代收代缴的服务，本意上是响应国家
关于构建方便快捷、公平普惠、优质高
效的“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的要
求，是为了方便民众。但是工作人员
拒绝老人现金支付的行为，却是对政
务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的根本目的——
便民的忽略。

便捷还要便民。借助互联网和移
动支付的普及，网上缴费、手机办理、
不到场办公等便捷方式着实为大部分
民众带来了足够的便利，但要明白的
是，便捷的根本目的在于便民，而不是
单纯图快的“一刀切”。“便民”的“民”
从来都不单指能够熟练使用手机办理
各项事务的民众，而是指全部民众。

速度固然重要，可覆盖面才是关键，与
快捷办理相比，为所有民众提供需要
的服务才是最基础、最需要保证的政
务服务要求。

有速度，也要有温度。愈发便捷
的同时，还能照顾到落后于时代发展
脚步的民众，是政务服务应有的温
度。经济的日益发展、科学技术的日
新月异、法规制度的日渐完善，无不昭
示着社会发展的高速状态，但总会有
民众或群体因为种种原因不适应新时
代，逐渐落后于时代的脚步。难道放
任他们被甩开、被抛弃？当然不能，社
会发展不是只关注“前三名的 400 米
竞速比赛”，而是“一个都不能少”的全
民进步，即使有民众因为年龄、学历、

健康等原因不能享受到科技带来的速
度，也要保证他们能够得到该有的工
作热情，享受到政务工作人员的人情
温度。

以此为鉴，引以为戒。对于“交医
保不收现金”事件，我们应该从中看到
暗含的政务服务的不足之处。方便快
捷是各地创新政务服务体系的主要
口号，因为单纯求快而忽略特殊个体
的事情却时有发生。这次事件应该给
各地区各部门政务服务体系建设工作
带来警醒。2016年，国办印发《“互联
网+政务服务”技术体系建设指南》
后，全国各地区的政务服务新规如雨
后春笋般冒出，给各地民众和企业带
来诸多便利，为民众节省了大量时间

成本。诸如“不见面办理”“最多跑一
次”“一网通办”等创新政务服务工作，
是真正响应国家号召，切实有效地推
动政务服务体系建设的创新便捷服
务，因此各地各部门更要引以为戒，在
为大部分民众提供高效便捷服务的同
时，避免因忽略小部分特殊个体，从而
让原本优质的创新服务体系失去温度
的情况再次出现。

某位民众、某个群体，某家企业，
总会有因为特殊原因而不适应快捷办
理的情况，提前考虑到这些问题，在探
索减少冗余环节、提高办理效率的同
时，不忘准备应对特殊个体的备选方
案，才是真正为全部民众着想的优质
政务服务。

近日，各大网络平台上疯转
的一段“男子戴头盔看房”视频，
令人忍俊不禁。据媒体报道，视
频中的男子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举
动，是为了防止被房企售楼部的
人脸识别系统拍个正着，泄露了
个人信息。

戴头盔看房，看起来荒诞不
经，其实出于无奈。眼下，一些房
企售楼部通过人脸识别“黑科技”
对前来看房的顾客进行“无感抓
拍”，再通过各种渠道搜集他们的
个人信息，然后进行差别营销，因

人定价、“看人下菜”。据媒体披
露，有购房者因此花了不少冤枉
钱，有的甚至高达30余万元。这
事搁谁身上，谁也不会开心，也不
能不多留一个心眼。

“黑科技”应当是为人造福
的，而不是用来“黑”人、坑人的。

“男子戴头盔看房”相当于一封投
诉书，反映的是一些企业对科技
产品的滥用，以及大数据时代人
们对保护个人隐私的吁求。监管
部门闻信而动、祭出利剑，可也。

（图/王成喜 文/张永生）

贷款利率 7.6%，保险费、服务费、担保费
层层加码，企业最终要承担 22%以上的融资
成本！八成保费进入银行腰包，保险费率是
正常的数倍！近日，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室、银
保监会点名通报部分银行保险机构、助贷机
构违规抬升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细节发
人深思。

欲收其费，何患无辞！贷款承诺费、投融资
顾问费、法人账户透支业务承诺费、以贷转存、
配套承兑汇票……有的收费明目张胆，有的收
费暗度陈仓。不管什么形式，都是变着法地从
企业身上猛“揩油”，不断推高融资成本，成为小
微企业的不能承受之重。

巧立名目乱收费与向实体经济让利的政
策要求背道而驰，必须出重拳予以整治。除
了要加大惩罚力度外，通过点名通报的方式
让违规机构“露露脸”“出出汗”，可以起到以
儆效尤的效果。

遏制乱收费行为，需要银行改变经营模
式。由于盈利模式单一，在业绩考核压力下，银
行存在简单依靠收费来增加利润的冲动。但靠
乱收费赚取利润注定不能长久。要想可持续发
展，银行要在增强产品创新能力上下功夫，提升
金融服务的价值和品质。

根治乱收费现象，要以市场之手倒逼机构
规范经营。在我国当前金融体系下，企业想要
获得发展资金，多数情况下只能向银行贷款，
即使融资成本高昂，要想获得也不容易，所以
只能忍气吞声。根治乱收费现象，要靠市场竞
争打破垄断，改变银行惯有的强势行为，刺激
银行创新业务、改善服务。

本固才能枝荣，根深才能叶茂。金融脱离
实体经济就是无本之木。经受了疫情冲击，不
少企业刚刚恢复元气，更需要金融“扶一把”。
在此情况下，那些乱收费金融机构当住手，不
能只顾打自己的算盘，把企业当作“唐僧肉”，
而是要算大账，拿出让利实招，帮助企业渡过
难关，为自身赢得未来。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

新华时评

要“扶一把”
不要猛“揩油”

■ 李延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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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行政村4G通信网络和网络宽带全覆盖

实现自然村全部通硬化路和通信光缆全覆盖

基本实现农村村内道路及农村居民入户道路硬化全覆盖

完成“四类”重点对象危房改造2222户，农村危房基本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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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8.79亿元用于脱贫攻坚项目发展

整合资金9.05亿元，实施交通扶贫“六大工程”等项目

2018—2020年脱贫攻坚项目库累计入库项目2379个

目前在库项目 1500个，资金规模达8.73亿元

截至目前，五指山市共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6187户22926人

其中已脱贫户6170户22869人，未脱贫户 17户57人（已公示退出）

44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全部稳定达标出列，贫困发生率降至0.09%

力保今年年底前贫困发生率将降至0%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6年的9398元增加至2018年的 11487元，增幅22.2%

2019年为 12693元，比全省平均增幅高出2个百分点

数说五指山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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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以来，累计贷
款户数 2773 户 6139.35

万元，贷款户数覆盖率
44.56%，有效帮助解决建
档立卡贫困户生产发展的
资金短缺问题

率先试点橡胶价格
（收入）保险制度，在2018
年成功试点的基础上，
2019年投入 1168.59万元
为全市所有胶农种植的
4.48 万亩橡胶参保，实现
橡胶价格（收入）保险在五
指山市的全覆盖，全市
3185户贫困胶农先后获得
理赔472.58万元

■对种植冬种瓜菜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每亩补贴800

元，累计为全市2913户贫困户发放补贴568.46万元

■对种植二茬瓜菜的贫困户每亩补贴 200元，目前
已为全市1762户复种贫困户发放补贴 73.42万元

■建成7个五指山五脚猪标准化养殖基地、6个五指
山野山鸡标准化养殖基地、10个常年瓜菜基地，指导贫困
群众走标准化、特色化、产业化种养之路

■市财政安排 1594.35万元实施贫困家庭人均 800

元产业到户项目，基本实现建档立卡户全覆盖

■扶持贫困群众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
“村党支部+合作社+贫困户”“职业院校+示范点+贫困
户”“订单农业”等方式，引导农业经营主体带动贫困户
“抱团”发展，全市194家经营主体累计分红495.83万元，
受益贫困户4846户次

截至目前，全市贫困
劳动力务工就业 9277 人，
占2019年全年外出务工
总人数的 105.6%，实现了
有劳动力的零就业家庭动
态清零

开发公益性岗位2586

个，让无法通过产业扶持
和外出务工脱贫的贫困群
众通过公益性岗位实现就
业，消灭“零就业”家庭

举办各类就业技能培
训班224期，培训贫困家
庭劳动力 9556人次，举办
就业扶贫专场招聘会41
场次

开展了爱心扶贫赶
集日和电商扶贫等线上
线下消费扶贫活动

每周六定期举行爱
心扶贫集市，为全市农
户农产品销售提供了平
台，截至10月共举办了
32 场，销售金额共计
369.75万元

今年 1月至 10月，
由五指山市旅文局牵头
的电商平台销售扶贫产
品共389.15万元

消费扶贫受益贫困
户达4593户次

2016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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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圣镇同甲村，小学教学点的数学老师为学生上课。 南圣镇同甲村发展树仔菜产业，带动村民增收。机动车检测公司开在毛道乡毛道村，吸纳村里12名村民就业。

本
版
图
片
均
由
方
山
提
供

五指山脱贫攻坚进行时

策
划
、内
容
整
理/

解
楷


